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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远市玲珑镇妇联开展春蕾女童关爱活动
助学春蕾 阳光成长

（通讯员 李娜 李雪娇）扶一株春
蕾，争一分春光；助一名女童，赢一片希
望。经过前期排查摸底、上报筛选、申
报评定等工作，招远市玲珑镇妇联今年
共推报了19名春蕾女童，发放助学金
5900元。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玲珑镇妇
联立足引领、服务、联系职能，通过“大
学习、大宣传、办实事”活动，用心用情
用力为妇女儿童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切实把学党史的思想自觉转化为提升
妇女儿童幸福指数的行动自觉，不断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走心。

强征“慰安妇”罪行滔天不容“洗白”
90年前，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

发。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
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受害国人民带来
深重灾难。在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中，
强征“慰安妇”无疑是其中最丑陋的战
争性暴力罪行。

二战时期，日本军队采用强制、诱
骗等手段强征“慰安妇”，人数多达 70
余万。这些女性如同被日军困在“地狱
里的囚徒”，遭受了惨绝人寰的虐待。
她们要么悲惨死去，要么生不如死，随
后几十年岁月中始终生活在噩梦般的
记忆里。

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犯
下的严重反人道罪行。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判决书等各种史料均对此有明确
记载。历史事实铁证如山，任何试图加
以否认的言行都要受到正义和良知的
谴责。然而，日本国内始终有部分势力
在历史问题上顽固坚持错误认知，日本
政府对真实历史的公开否认和不断“洗
白”格外令人警惕。

在今年 6 月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第 47 届会议上，日本代表又公开
否认“慰安妇”历史，称日本军队在二战

期间强征“慰安妇”说法系编造的故
事。9 月 8 日，日本文部科学省批准五
家出版社要求修改或删除教科书中“慰
安妇”相关表述的申请，同意把“随军慰
安妇”改为“慰安妇”，把“强制带走”改
为“强制动员”或“征用”……

如此玩弄文字游戏，其用心路人皆
知。日方行径是对受害者的极大不
尊重，也是在企图否认、歪曲甚至美
化侵略历史，淡化和逃避罪责。然
而，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洗
白”。众多军医日志、日军官方文件
的公开，无不揭露“随军慰安妇”是
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犯下的有
组织的、国家操弄的反人类罪行。

多国研究学者调查发现，从朝
鲜半岛到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再
到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泰国、缅
甸、马来西亚……日军所到之处，这
种肮脏的犯罪都是有组织地进行。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 90 周年，
历史的警钟再次鸣响。从中国的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到韩国的

“战争与女性人权博物馆”、日本的
“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台湾地
区的“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
馆”，都在持续控诉日本的罪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不切
实正视和深刻反省历史，日本将永

远无法卸下沉重的包袱，挂在嘴边的道
义和责任也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真正认
可。停止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以诚实
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强征“慰安妇”等
历史遗留问题，日本只有正视过去，真诚
道歉，才有可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新华社东京9月19日电

揭开日本奴化教育真相
——访日本侵华史研究专家齐红深

新华社大连 9 月 19 日电 遍访
3000多位日本侵华战争亲历者，抢救
性记录口述历史1000多万字，整理老
照片近万幅，出版研究成果33部……
这组数字见证了一位76岁老人不平凡
的一生。

37年来，他带领一支民间自发组
成的研究团队，倾注全部心血，搜集日
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
罪证，揭露日本侵略者妄图泯灭中国人
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罪恶行径。

在大连市莲花山脚下一处老旧的
居民楼内，记者见到了这位与时间赛跑
的老人——辽宁省教育厅退休干部齐
红深。在他本不宽敞的住房内，书籍资
料占据了大部分空间，这些布满灰尘的
历史文献将时间拉回到30多年前。

1984年，齐红深受组织选派，参与
编写辽宁省教育史志。在档案馆查阅
资料时，他偶然发现了一本日本侵华时
期出版的《满洲教育史》，这本由日本人
嶋田道弥编写的书籍公然歪曲历史，美
化日军侵略行径。

“这像针一样狠狠地扎在我的心
上。”齐红深说，这是日本侵略者妄图切
断中国人民的文化血脉，泯灭东北地区
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罪证。
相较于军事侵略，日本对中国的文化殖
民和精神侵略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

从此，齐红深将科研重心转移到日
本对中国实行奴化教育这一课题上。
力图拨开历史的迷雾，揭开日本军国主

义极尽手段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摧残
和思想奴役的真相。

在研究过程中，齐红深发现，沦陷
区的大部分档案材料都是日伪当局留
下的，很多真相都埋没在历史的尘埃
里。“要想拿出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必
须请日本奴化教育的亲历者站出来，用
他们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来说话，
这才是最有力的证据。”

平时，他白天上班，晚上去知情人
家里走访。周末，别人都在休息的时
候，他更加忙碌。他知道，随着时间的
流逝，如果再不及时作抢救性记录，很
可能就来不及了。

齐红深这些年的付出只有他自己
清楚。2000年的一个冬天，他如约去采
访年逾九旬的邓昶。没想到当天下起
了暴雪，公交车停运。齐红深顶着刺骨
寒风，踏着没过膝盖的雪路，深一脚浅
一脚地走了两个多小时。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齐红深的行
动感染了许多人。他们主动加入齐红
深的研究团队，投身调研活动。刘守勤
是辽宁省绥中县的一名小学教师，为了
这项没有任何报酬的工作，他骑车跑遍
全县，采访亲历者，动员他们留下宝贵
的口述历史回忆录。

随着志愿者不断加入，齐红深带领
的这支研究团队发展到了80余人，搜
集到的材料也更加丰富翔实，包括日本
侵华时期的教育制度、学校设置、培养
目标、学校管理、课程教材、军事演习、

师生关系等内容，再现了日本军国主义
推行奴化教育的真实面貌。

齐红深说，他必须把这些正在流失
的历史记忆固化下来，用以警示教育后
人。他三十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受到中
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可。2002年，齐红
深主编的《日本侵华教育史》被列为全
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成
果。评审专家认为，这项研究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理论
创新价值，为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形
象，维护历史真实面貌，发挥了无法替
代的作用。

2004年，齐红深编著的《伪满洲国
口述历史——奴化教育的实施与抵抗》
被翻译成日语在日本出版，得到日本宫
城学院女子大学教授宫胁弘幸等专家
的高度评价。日本学者称齐红深为“中
国研究日本奴化教育的第一人”，认为
他的研究还原了日本对中国进行文化
殖民和精神侵略的真相，是历史学、教
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连年的奔波，艰难的寻找，极度的
疲劳，我都不在意。只希望能把这项研
究做好。”齐红深说，为了筹集研究经
费，他卖掉了单位分配的住房，全家搬
进一处老旧窄小的住房。为了节省开
销，老伴儿给他当秘书，帮忙打字、复
印、扫描、整理材料。

虽已年逾古稀，但齐红深对工作充
满热情，他笔下的每个字都充满了力量，
向世人诉说着一段段不容忘却的历史。

连续11年世界第一
强劲中国制造护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中国制造业已连续11年位居世界
第一。来自中国工信部信息显示，
202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26.6
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近30%。

巨大的体量、完备的体系、积极有
效的转型升级，中国正在向制造强国有
力迈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保驾护航。

领先世界的“中国创造”

在中国宝武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
有限公司的车间，有这样一种钢材，它
薄如蝉翼，厚度不到A4纸的五分之
一。因其可以用手轻易撕开，被媒体形
象地称为“手撕钢”。

而这种只有0.02毫米厚的超薄钢
材，历经了700多次试验失败，攻克了
600多项设备和工艺难题。公司总经
理王天翔介绍，该公司如今已成为全球
唯一可批量生产如此级别超薄不锈钢
的企业，产品主要用于柔性显示屏、高
端包覆材料、新能源及军工航天领域。

中国工信部数据显示，中国工业已
形成40余个大类、600多个小类的完备
体系。大到特高压输变电、高铁、大型
掘进装备，小到智能手机、金属纳米结
构材料，这个制造业大国已拥有一大批
跻身世界前列的重点产业和高端品牌。

中共十八大以来，发展制造业被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重点领域创新不断
取得重大突破，逐步实现中国制造向中
国创造的转变。

“今年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之年，擦亮‘中
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名片，是推动
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支撑。”中国人民大
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说。

转型升级激活新动能

在位于江苏苏州的波司登智能配

送中心，100多台机器人装满货品，准
确无误地穿梭在“黑灯工厂”里。

这个成立于1976年的老牌服装企
业，如今通过智能制造改造升级，人力
成本、时间成本大幅缩减，响应能力、处
理能力大幅提升。在几乎无人操作的
仓库里，销售额高达5.6亿元的服装货
品，一样能做到当天发货不压仓。

“每个车间5万，每个工厂20万。”
苏州市工信局综合规划处处长朱科介
绍，近年来，政府拿出真金白银的政策，
每年给600个企业40个工厂的车间提
供智能化升级方案。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实体经
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所在。依靠
有力的实体经济根基以及“苏州制造”
品牌建设等措施，位于长三角地区的苏
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1.2万家。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表明，今年8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3%。

在中国另一个重要制造业基地珠
三角地区，一台风轮直径158米、最高
可抗17级台风的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
已正式安家落户。据悉，该机组每年可
为3万户家庭提供绿色清洁能源电能。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制造业转型的
步伐一刻不停。通过加大技术改造、创
新投入、绿色减排等一系列措施，中国
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在“十三
五”期间下降16%。

“只有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和制造业
的健康发展，不断提升科技含量和品牌
价值，才能推动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
展。”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清
杰说。

数字经济助力可持续发展

不到600克的机身、搭载一英寸影
像传感器，就能拍出超高清视频；佩戴

飞行眼镜，以第一视角进行操控，就能
有飞鸟般翱翔的沉浸式体验。这是大
疆公司今年推出的两款新产品，一经发
布，就受到全球无人机爱好者的热捧。

这个于10多年前诞生在深圳一所
民房里的公司，如今已是该行业在世界
范围内的开创者和佼佼者。多家市场
调研机构表示，在消费级无人机领域，
大疆一路领跑。

在中国，越来越多制造企业借助互
联网和数字化的东风，加速融合发展，
实现了新的跨越。

位于山西大同的晋能控股集团塔
山煤矿，如今5G基站遍布矿山，智能巡
检机器人、一键呼叫“网约车”、实时手
机视频通话，让曾经“与世隔绝”的矿井
有了新的活力。

在该煤矿工作近20年的矿工齐开
盛说，2012年以来，煤矿信息化、智能
化水平突飞猛进，生产效率有效提
升。“随着新技术和煤矿的深度融合，
未来能达到真正的无人化智慧开采，
我们坐在地面空调房里‘挖煤’就不再
是奢望了。”

现在，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光
纤和移动通信网络，5G基站、终端连接
数全球占比分别超过70%和80%。移
动支付广泛普及，在线学习、远程医疗
等成为工作生活新方式。

“数字经济是建立在实体经济之
上的一种叠加经济，它具有绿色、开
放、共享等优势，不仅能为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劲动力，这也是一
个国家核心竞争能力的体现。”北京大
学经济学院教授、深圳市湾区数字院
院长曹和平说。

受访专家表示，中国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新征程，制造业在其中发挥着
主力军和压舱石的作用，这对于中国实
现“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目标意
义深远。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9月19日是中秋假期第一天，位于昆明的云南民族村推出佤族新米节系列活动。新米节是佤族人民品尝新米、喜庆丰收
的日子，多在农历八月份举行。活动现场，游客通过欣赏佤族传统舞蹈和音乐表演、体验新米加工等感受少数民族文化，充实
假期生活。图为游客们在现场体验新米加工 新华社


